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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公

司

2019-03-27

21495.7万元人

民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一般项目：金属材

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 金属材料制造；

金属矿石销售等

款到发货 2021年 无关联关系

赣州市南康区康飞矿

业有限公司

2006-06-01

2500万元人民

币

矿产资源（非煤矿山）

开采， 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

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 选矿，矿

物洗选加工，常用有色

金属冶炼，金属废料和

碎屑加工处理等

货到付款 2006年 无关联关系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销

售有限公司

2011-06-29

5000万元人民

币

矿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建材、 化工产品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民

用爆炸物品）； 合金材

料、土特产品销售等

款到发货 2016年 无关联关系

信丰华锐钨钼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11-03-23

1000万元人民

币

钨钼冶炼加工、钨钼冶

炼产品经营； 钨精矿、

仲钨酸铵、偏钨酸铵、氧

化钨、钨粉、碳化钨、硬

质合金、钼粉、钼精矿、

钼酸铵、钼酸钠、氧化

钼、硫酸铜、电解铜、硫

酸镍、碳酸镍、硫酸铝、

氧化铝的生产、加工、销

售等

货到付款 2018年 无关联关系

赣州市南康区源广矿

业有限公司

2006-10-19

3800万元人民

币

钨制品经营，钨、锡精选

等

货到付款 2006年 无关联关系

五矿钨业集团有限公

司（曾用名：五矿钨业

有限公司）（注1）

2018-09-26

99850万元人

民币

销售金属矿石、非金属

矿石、金属材料、机械

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

货到付款 2019年 无关联关系

赣州海创钨业有限公

司

2004-04-22

15730万元人

民币

钨冶炼，仲钨酸铵、钨粉

末系列、硬质合金、锡、

铜、铋、钼系列产品加

工销售

货到付款 2017年 无关联关系

湖南衡山金泰矿业有

限公司

2018-04-10

3800万元人民

币

有色金属再生资源回

收、加工、销售；钨、钼、

锡、白银等有色金属生

产、加工、销售；五金、交

电销售；有色金属回收；

农副产品收购、销售等

货到付款 2018年 无关联关系

赣州市南康区汇丰矿

业有限公司

2000-11-23

1100万元人民

币

钨冶炼、钨制品经营 货到付款 2000年 无关联关系

赣州市南康区众鑫矿

业有限公司

1998-03-18

3000万元人民

币

矿产品含钨、锡、钴、镍、

钼（除混合稀土、金、银

及放射性矿产品）收

购、加工、销售

货到付款 2000年 无关联关系

大余县海盛矿产品有

限公司

2014-03-19

3000万元人民

币

钨、锡尾矿（砂）、钼、

铋、铜、铅、锌、仲钨酸

铵、钨粉加工、销售

货到付款 2017年 无关联关系

赣州市开源科技有限

公司

2005-06-27

10000万元人

民币

矿产资源（非煤矿山）

开采（不含放射性金属

矿采选），一般项目：发

电技术服务，金属废料

和碎屑加工处理，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

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

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等

货到付款 2018年 无关联关系

大余县鑫亮矿业有限

公司

2016-09-28

3000万元人民

币

钨精矿、仲钨酸铵、氧化

钨、钨粉、碳化钨粉、钨

条及其他有色金属制

品的加工和销售

货到付款 2017年 无关联关系

赣州市南康区铠阳矿

业有限公司

2014-11-06

500万元人民

币

钨、锡、铜、钼、铋、锌、钨

制品加工及销售

货到付款 2015年 无关联关系

赣州宇浩矿业有限公

司

2016-07-06

300万元人民

币

钨、钼、锡、铝、铜、锌、

铁、钨铁、钨粉矿产品、

仲钨酸铵、锂矿、其他

金属矿收购、销售、加工

货到付款 2017年 无关联关系

注1：在与五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之前，公司主要与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由上表可知，公司各年前五大供应商均系钨制品行业上游企业，主营业务均包含钨、钨精矿、仲钨酸

铵等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销售，相关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上述供应商与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问题5.�你公司在建工程中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江西翔鹭基建工程、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窿道

工程2018年至2021年预算变动频繁。

（1）请逐年说明上述项目预算变动的原因与合理性。

（2）请说明截至目前上述项目的进展，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存在在建工程长期挂账

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况。

（3）请说明前述在建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所属资产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积、土地权证号、建设

周期、截至目前工程进度及支付的工程款，工程物资采购商情况（包括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法人代

表、主营业务等）及采购协议主要内容。

（4）请结合控股股东主要投资项目，说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是否直接或间接参与上述在建工程投

资及建设，是否与施工方、原料采购商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回复：

（一）逐年说明上述项目预算变动的原因与合理性

公司在披露在建工程时以产业园区为统计口径，历年的预算变动系园区建设中子项目的增减及完工

转固所致。

1、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

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投入、结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期初金额① 本期投入金额② 转固金额③ 其他减少④

期末余额（⑤=①

+②-③-④）

2018年 4,500.00 2,478.82 844.69 - - 3,323.52

2019年 20,000.00 3,323.52 4,926.54 3,364.80 92.58 4,792.67

2020年 20,000.00 4,792.67 2,071.38 2,109.42 - 4,754.64

2021年 6,000.00 4,754.64 582.99 2,683.32 156.99 2,497.32

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预算明细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明细 预算数 备注

2018年

A/B/C幢厂房 3,000.00

厂房配套 1,000.00

D幢厂房 500.00

小计 4,500.00

2019年

A/B/C幢厂房 3,0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厂房配套及其他设施工程 3,000.00 2019年部分完工转固

D/E幢厂房 1,000.00

年产600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智能

制造项目

13,000.00

小计 20,000.00

2020年

D/E幢厂房 1,000.00 2020年完工转固

D/E幢厂房配套 500.00 2020年完工转固

厂房配套及其他设施工程 3,000.00 2020年部分完工转固

安防工程 500.00

年产600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智能

制造项目

15,000.00

小计 20,000.00

2021年

安防工程 500.00 2022年完工转固

员工宿舍楼 1,500.00

厂房配套及其他设施工程 3,000.00 2021年完工转固

实验室 1,000.00

年产600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智能

制造项目

0.00

2021年拟暂缓投资，减少本年度

预算

小计 6,000.00

广东翔鹭径南新厂区占地面积120亩，建筑面积37,019.79平方米，位于潮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径南分

园（后更名为“潮州市凤泉湖工业区” ）。 “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项目系径南新厂区内的所有基础子工

程的合集，该项目下的各子工程施工项目近年来陆续完工转固，详见上表，不存在“径南工业区基础工

程”项目一直未完工的情况。 2018年预算数为该区域的厂房及配套工程，2019年预算增加13,000万元系

当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600�万支精密特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智能制造项目” 以下简称“合

金工具募投项目” 拟实施。 2020年期间部分厂房开始使用并转固，同时也增加了新的厂房建设的预算。

2021年较2020年大幅减少14,000万元，系公司拟暂缓“合金工具募投项目” ，故当年预算数有所下调。

2、江西翔鹭基建工程

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基建工程投入、结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期初金额① 本期投入金额② 转固金额③ 其他减少④

期末余额（⑤=

①+②-③-④）

2018年 9,785.00 495.77 7,082.50 693.59 - 6,884.68

2019年 40,000.00 6,884.68 12,020.59 4,524.87 - 14,380.40

2020年 20,000.00 14,380.33 4,766.56 14,937.80 - 4,209.10

2021年 4,500.00 4,209.10 70.15 1,760.60 842.42 1,676.23

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预算明细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明细 预算数 备注

2018年

一期钨粉-碳化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9,785.00

小计 9,785.00

2019年

一期钨粉-碳化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9,785.00

二期硬质合金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10,215.00

二期APT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20,000.00

2020年暂缓投资，故预算相应减

少

小计 40,000.00

2020年

一期钨粉-碳化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9,785.00

已全部转固，2021年在预算里面

减去

二期硬质合金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10,215.00

生产线主线投产转固，2021年预

算数减少

小计 20,000.00

2021年

二期硬质合金生产线配套设施 4,500.00

小计 4,500.00

江西翔鹭新华工业园新厂区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新华工业园区，占地面积约为250亩，建

筑面积超过5.3万平方米，2018年7月开工建设。“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项目是新华工业园新

厂区内的所有基础子工程的合集，该项目下的各子工程项目近年来陆续完工转固，详见上表，不存在“江

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项目一直未完工的情况。 2018年报披露的预算数是9,785万元，主要是江

西翔鹭搬迁至新华工业园新厂一期钨粉、碳化钨粉生产线厂房及配套设施。2019年APT项目获批，公司拟

开始建设二期APT生产线及配套设施项目，增加相应预算20000万元；同时增加了硬质合金生产及配套

的预算10,215万元，加上未完工的2018年预算数9785万元，合计预算数为40,000万元；2020年报披露预

算数下降，系公司暂缓二期APT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投资，相应减少预算20000万元。 2021年预算

数下降系一期钨粉、碳化钨粉生产线、硬质合金生产及配套的部分工程完工转固，相应减少对应的预算金

额。

3、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窿道工程

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窿道工程投入、结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期初金额① 本期投入金额② 转固金额③ 其他减少④

期末余额（⑤=

①+②-③-④）

2018年 5,000.00 768.75 3,612.59 1,223.01 - 3,158.34

2019年 5,000.00 3,158.34 1,563.75 4,126.23 - 595.86

2020年 1,500.00 595.93 697.98 935.31 - 358.61

2021年 1,500.00 358.61 554.11 491.75 - 420.97

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窿道工程预算明细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明细 预算数 备注

2018年

铁苍寨工区1号窿洞中段主巷道 200.00

铁苍寨工区2号窿洞中段安标化 200.00

铁苍寨工区2号窿洞中段至3号窿洞中段斜井 200.00 2018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2号窿洞中段主巷道 400.00

铁苍寨工区3号窿洞中段主巷道 100.00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矿仓配套工程 300.00 2018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盲中段斜陂道 150.00 2018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盲中段主巷道 800.00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北巷 500.00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北巷通风天井 150.00 2018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窿口建设 400.00 2018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西巷 1,400.00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主巷道 200.00

小计 5,000.00

2019年

铁苍寨工区1号窿洞中段主巷道 2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2号窿洞中段安标化 2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2号窿洞中段主巷道 4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3号窿洞中段主巷道 1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盲中段主巷道 8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6穿南井巷工程 300.00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北巷 5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西巷 1,4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主巷道 2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环保配套工程 100.00

竹山下工区5号窿洞中段通风排水巷道 300.00

竹山下工区5号窿洞中段巷道 1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竹山下工区6号窿洞中段通风排水巷道 400.00 2019年完工转固

小计 5,000.00

2020年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6穿南井巷工程 300.00 2020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扩窿工程 600.00

铁苍寨矿区道路硬化工程 300.00 2020年完工转固

竹山下工区5号窿洞中段通风排水巷道 300.00 2020年完工转固

小计 1,500.00

2021年

矿区输电配套工程 300.00 2021年完工转固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6穿南井巷工程 300.00

铁苍寨工区4号窿洞中段扩窿工程 600.00 2021年完工转固

竹山下工区5号窿洞中段巷道 300.00

小计 1,500.00

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窿道工程位于江西省赣州市黄龙矿区，2018和2019年报披露的预算数为

5000万元，2020年和2021年报披露预算数为1500万元，主要系前期系统性探矿、开采设计、安全配套等前

期扩容工程，工程量比较大，随着前期工程逐步完工结转固定资产，进入窿道工程的后期阶段，主要为掘

进过程中的通风工程、排水工程和斜井运矿工程等工程量较小的项目，预算的项目投入也相应下降。 综

上，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窿道工程的预算数由5000万元下降到1500万元具备合理性。

（二）截至目前上述项目的进展，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存在在建工程长期挂账未及时

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况

上述项目建设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工程进度

（%）

预计完工时间

是否符合建设

计划安排

未转固原因描述

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 100.00 2022年2月 是

属于可转债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按照

可转债项目计划工期施工，截止目前

项目工程已完工转固。

江西翔鹭基建工程 100.00 2021年3月 是 截止目前项目工程已完工转固。

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窿道工程 /

待定，窿道工程会

随着矿产勘探逐步

增加工程量

/

窿道工程随着矿藏勘探以及矿井掘

进分段施工，截止目前大部分工段已

完工转固。

综上，上述项目进展合理，不存在在建工程长期挂账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况。

（三）说明前述在建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所属资产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积、土地权证号、建设周

期、截至目前工程进度及支付的工程款，工程物资采购商情况（包括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法人代表、

主营业务等）及采购协议主要内容

上述在建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资产的地理位

置

占地面积 土地权证号/采矿权证号 建设周期

截止目前工程进

度及支付的工程

款

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

广东潮州产业

转移工业园径

南分园

约120亩 潮府国用（2015）第02956号

2017年至

2022年6月

项目工程已完工

转固。 截止目前

支付工程款

9405.43万元

江西翔鹭基建工程

江西省赣州市

大余县南安镇

新华工业园区

约250亩

赣（2019）大余县不动产权第0002536号、

赣（2018）大余县不动产权第0006587号、

赣（2020）大余县不动产权第0094705号、

赣（2020）大余县不动产权第0071945号、

赣（2020）大余县不动产权第0094704号

2018年7月至

2021年3月

项目工程已完工

转固。 截止目前

支付工程款26,

692.20万元

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

窿道工程

江西省赣州市

黄龙镇黄龙矿

区

/

采矿许可证（证号：

C3600002011013220104164）

/ /

工程物资采购商情况如下：

1、径南工业区基础工程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人代

表

主营业务 采购协议主要内容

广东省第二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1980-12-25

35000万人

民币

蔡国贤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和机电安装工

程施工总承包，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公路路面工

程、公路路基工程和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销售：建筑材料，设

备；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

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

对D、E幢厂房进行基础、主

体建设，加盖钢结构屋面；

对综合站房进行基础、主体

及屋面建设。

潮州市建筑安装总

公司

1989-09-04

10350万人

民币

张淳

房屋建筑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施

工，古建筑维修保护（具体按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及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证书经营）。

市政公用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公路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钢结构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城市及

道路照明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及

施工；物业管理；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及

施工（具体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和城市园

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经营）；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设计、施工、维修；销售：建筑材料，河沙；房

屋、场地租赁，建筑机械租赁；停车场管理服

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展览、

展会的设计及策划。 房地产开发、销售（属下

分支机构经营）。

凤泉湖高新区JN07-03地

块新厂区A幢厂房、B幢厂

房、C幢厂房的土建工程。

潮州市嘉仁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2019-03-27

500万人民

币

陈建深

市政道路工程、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环

保工程、电力工程、通信网络工程、建筑智能

化工程、水利工程、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及技

术咨询服务；劳务分包及劳务信息咨询服务；

物业管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及维护；销

售：建筑材料，消防产品，五金交电，水暖器

材，安防监控设备。

1、翔鹭钨业凤泉湖厂区侧

大门工程；

2、翔鹭钨业凤泉湖工

业区垃圾站工程；

3、翔鹭钨业凤泉湖厂

区内进门两侧原有堆放混

合土方运出及高低洼场地

修复平整工程；

4、凤泉湖高新区翔鹭

钨业厂区零碎工程；

5、翔鹭钨业凤泉湖工

业区篮球场建设工程。

潮州市金弘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2019-02-01

100万人民

币

王培海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环保工

程、电力工程、通信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及技

术咨询服务；建筑劳务外包；物业管理；劳务

信息咨询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及维

护；销售：建筑材料，消防产品，五金交电，水

暖器材，安防监控设备。

1、翔鹭钨业凤泉湖厂区内

道路铺设；

2、翔鹭钨业凤泉湖厂

区零碎工程；

3、翔鹭钨业凤泉湖厂

区新路基高程调整、砌筑雨

水井及地下排水工程；

4、翔鹭钨业凤泉湖厂

区室外地下排水道工程；

5、翔鹭钨业凤泉湖厂

区大门土建及钢结构工程。

潮州市长和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2013-06-08

20万人民

币

陈英昭

装修装饰、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销售：

建筑材料。

翔鹭钨业凤泉湖工业区合

金项目场地土方回填。

广东津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曾用名：

汕头市嘉达钢结构

有限公司）

2012-09-04

10万人民

币

罗卿仲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土石

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水利工程、污水处理

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公路工

程、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水电安装；加工、

生产、销售：五金制品（钢材、钢铁除外）、工

艺制品（象牙和犀角及其制品除外）、建筑材

料、钢结构材料；房屋修缮；房屋拆迁。

1、（ABC栋）厂房改造；

2、（ABC栋）厂房金

刚砂楼地板修缮工程；

3、（ABC栋）厂房布

局墙体修缮工程。

潮州市茂源混凝土

有限公司

2005-03-14

3300万人

民币

何茂勤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

建筑砌块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

售；建筑砌块销售；装卸搬运。

水下混凝土采购

广东金顶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014-07-30

500万人民

币

李伟臻

能源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电力

工程设计及技术咨询服务；储能技术、节能技

术的研发、转让；充电桩、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的研发、设计、安装、维护及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服务；光伏发电站投资、建设；光伏设备、

元器件的研发、销售；机电设备、水处理设备、

空调及通风系统的安装；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给排水工程、环保设施安装工程、计算机网络

集成工程的设计、施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

设计、施工、维护；销售：能源设备，五金材料，

电子产品；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

程、通信网络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钢结构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及技术咨

询服务；建筑劳务外包；物业管理；劳务信息

咨询服务。

翔鹭钨业厂区安防设施安

装工程

2、江西翔鹭基建工程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人代表 主营业务 采购协议主要内容

福建荣添建设有限公司 2016-03-25

11680万

人民币

余林昌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道路与照明工

程、公路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消防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 建

材、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

1、新厂装修工程；

2、新建篮球场；

3、二期土建；

4、粉末车间隔墙

工程。

信丰嘉信建筑有限责任

公司

2001-11-09

4000万

人民币

郑培新

建筑业；建筑构配件、建筑材料生产与销售；水

利水电，市政公用，工程公路、桥梁，园林绿化、

古建筑，装饰装璜（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

一期工程建筑工程

厦门升泓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2015-05-27

500万人

民币

管存高

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冶金专用设

备制造；烘炉、熔炉及电炉制造；工业机器人制

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通用加料、分配装

置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智

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制造；专

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

械设备研发；工业工程设计服务；五金产品零

售；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

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二期工程机器设备

湘潭新大粉末冶金技术

有限公司

2016-10-27

2000万

人民币

吴向忠

粉末冶金专用设备、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设

备及非标冶金设备的研发、设计、相关技术推

广、制造、改造、销售；提供上述设备及相关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期工程机器设备低

压烧结炉

厦门欣维康制冷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1998-05-22

2000万

人民币

陈铭枢

1、制冷、供热、防腐、保温、通风、空调、净化、除

尘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维修，噪音处理；2、

室内装修装饰设计、施工，水电气工程设计、安

装；3、批发、零售制冷空调设备、机械设备、保

温设备材料、装饰材料、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五金交电、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1、混合料车间工艺管

道安装工程；

2、合金室外保安

自来水与室内工艺冷

却水对接工程；

3、合金烧结炉移

位及冷却系统变更工

程；

4、合金挤压干燥

车间设备配电工程；

5、合金烧结车间

共架工程；

6、生产1000吨硬

质合金项目-�硬质合

金车间压缩空气管道

安装工程；

7、年产1000吨硬

质合金项目-工艺设

备配电安装工程（1

期）；

8、合金烧结车间

内部闭式循环水工

程；

9、挤压工段循环

水管安装工程；

10、刀具部油雾

清洁器排风工程；

11、新粉末车间

机电安装工程；

12、送风及热风

工程；

13、送风/管道机

电安装。

赣州中航建筑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2009-03-17

2008万

人民币

申飞

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

总承包，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

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体育场地设施工

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金

属门窗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普通机械设

备安装服务，照明器具销售，消防器材销售，交

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保咨询服务。

1、办公楼室内装修；

2、厂房内墙贴、

吊顶；

3、新华工业园小

食堂装修工程。

厦门邦晟工贸有限公司 2012-03-14

100万人

民币

彭志坚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铸造

机械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机床附

件制造；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有色金属铸

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

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其他机

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零售；其他化工

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

学品）。

1、一期工程机器设

备；

2、二期工程机器

设备。

江西省地基基础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1997-04-14

1560万

人民币

万磊

建筑基础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路基工程、土石

方工程、公路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钢结构工程、市政工程、消防工程、暖通工

程、幕墙工程、建筑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金属

制品加工；工程咨询；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建筑材料、装饰装潢材

料、玻璃、机械设备与配件批发零售，国内贸

易。

静压桩基础施工承包

深圳市京新能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

2012-04-28 - 沈德源

承办隶属公司经营范围内经批准可委托的业

务。

1、新厂输电工程；

2、新厂变电工

程；

3、电源及铜母牌

敷设接入工程；

4、高压配电项

目。

富信成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2014-01-21

5000万

人民币

彭洪锋

一般项目：玻璃、陶瓷和搪瓷制品生产专用设

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非金属矿

物材料成型机械制造；软件开发；金属切削机

床制造。

深加工无心磨机

潮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 1989-09-04

10350万

人民币

张淳

房屋建筑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施

工，古建筑维修保护（具体按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及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证书经营）。 市

政公用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

结构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物

业管理；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具

体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和城市园林绿化企

业资质证书经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

工、维修；销售：建筑材料，河沙；房屋、场地租

赁，建筑机械租赁；停车场管理服务。 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展览、展会的设计及

策划。 房地产开发、销售（属下分支机构经

营）。

石材幕墙工程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

限公司

1999-03-12

56000万

人民币

赵维林

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成

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食盐批发；网络文化经营；食品销售；

危险化学品经营；离岸贸易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国内贸

易代理；销售代理；贸易经纪；供应链管理服

务；经济贸易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技

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林、牧、副、

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

产品收购；棉、麻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润滑油销

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纸浆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

非食用盐销售；木材销售；纸制品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生产性

废旧金属回收；无船承运业务；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机械设备销售；金属

切削加工服务；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检

业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船舶代理；

国际船舶代理；报关业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

输代理；装卸搬运；包装服务；招投标代理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

服务；饲料原料销售；豆及薯类销售；食品进出

口；会议及展览服务

进口柱塞式挤压机

汕头市天趣园艺有限公

司

2016-06-07

200万人

民币

石杰

食品销售；销售：水果、蔬菜、农副产品、鲜活水

产品、花木、盆景；花木租赁；以下项目限由分

支机构经营：食品生产，自产产品所需农副产

品的收购及加工；花木管养、园林绿化工程设

计及施工；花木、盆景的种植及销售，苗木培

植。

新厂绿化

赣州创启建设有限公司 2018-06-06

468万人

民币

伍厚群

房屋建筑工程、人防工程、电子工程、通信工

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环保工程、消防设施

工程、电力工程、水电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钢

结构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设计与施工；工

程项目管理服务；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服务；建

筑劳务分包；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国内一般贸

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行政许可后方可经

营）。

1、消防安装、防火门

工程；

2、室外管网给水

系统安装；

3、室外强弱电系

统安装；

4、新厂消防设

施；

5、整改增加消防

双电源

安徽玖合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2018-09-17

1000万

人民币

马全贵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人防工程防护

设备安装；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材料

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建筑工

程用机械销售；渔港渔船泊位建设

新厂二期静压桩基材

料款

3、大余隆鑫泰矿业有限公司窿道工程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人代表 主营业务

采购协议主要

内容

湖南鑫诚矿业有限公司 2014-01-08

3188万人

民币

彭叶辉

以自有资产进行矿业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

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工矿工程建筑；房

屋建筑业；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公路工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设工程

施工；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机电设备

安装服务；电梯安装工程服务；建筑装饰；工

程技术；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工程环保设施施

工；土石方工程服务；建筑劳务分包；广告业；

水井钻探施工。

乳化炸药、掘进

工程

大余县章源民爆器材专营

有限公司

2007-12-03

160万人民

币

邓春香

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

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五金产品零售

炸药雷管等火

工材料

大余县泰安爆破有限公司 2013-08-08

100万人

民币

李富强

爆破作业设计施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7

月10日止）。

炸药雷管等火

工材料

（四）请结合控股股东主要投资项目，说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是否直接或间接参与上述在建工程

投资及建设，是否与施工方、原料采购商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控股股东主要投资项目如下：

控股股东 投资项目 状态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陈启丰 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 存续 65%

销售：有色金属（不含钨制品）、非金属矿产品

（国家专项规定除外）、耐火材料、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日

用百货；不锈钢制品加工。

新疆天科汇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存续 80%

一般项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机

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

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软件开发；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

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

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

线、电缆经营；润滑油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制

冷、空调设备销售；紧固件销售；风动和电动工

具销售；消防器材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

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机械设备租赁；

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金属制品销售。

上饶众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51%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

新疆坤祥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 20%

铜金多金属矿详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陈伟东

潮州市东顺祥贸易有限公司 存续 90%

一般项目：金属制品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

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耐火材料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潮州市木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存续 20%

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餐饮管理；礼仪、摄影、会

务服务；展览、展会的设计及策划；房屋租赁；

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停车场管理服务；国内

外旅客住宿；餐饮服务。

潮州市牧韩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存续 25%

旅游文化交流活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的策

划；旅游信息咨询；国内旅客住宿、餐饮服务；

展览、展会的设计及策划；生态农业旅游项目

开发，婚庆、礼仪的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务

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园艺管理；旅游景

区及水上旅游观光、旅业、餐饮业项目的投资；

舞台策划、设计；灯光、音响设备安装；设计、发

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人力三轮客运服务；销

售：蜡石、金银首饰、玉器、钟表、陶瓷、工艺品

（象牙、犀角、及其制品除外）、食品、茶叶。

上饶众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29% 同上。

陈伟儿

上饶众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20% 同上。

上海烁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30%

从事教育科技、网络科技、电子科技、信息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信息

咨询，财务咨询，人才咨询，旅游咨询，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投资管理，企业营销

策划，工艺礼品的批发、零售。

由上表可知，控股股东投资项目主营业务均与工程建设无关。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上述在建工程投资及建设的情形，与施工

方、原料采购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问题6.�你公司为你公司子公司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翔鹭” ）2018年至2020年的

第一大客户、2019年第二大供应商和2020年第一大供应商。

（1）请说明你公司与江西翔鹭发生业务往来的原因与必要性，你公司同时为江西翔鹭客户和供应商

的原因与合理性。

（2）请结合市场可参考价格说明你公司与江西翔鹭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3）请结合《报道》及前述问题，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向江西翔鹭输送利益导致其精准完成业

绩承诺情况。

回复：

（一）说明你公司与江西翔鹭发生业务往来的原因与必要性，你公司同时为江西翔鹭客户和供应商

的原因与合理性

1、收购江西翔鹭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年9月10日，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翔鹭钨业” ）与大余隆鑫泰钨业

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更名为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余隆鑫泰” 或“江西翔鹭” ）股东

王爱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4,025万元收购大余隆鑫泰51%股权，收购完成

后，公司成为大余隆鑫泰的第一大股东，大余隆鑫泰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7年收购时点，大余隆鑫泰具备APT、氧化钨、钨粉及碳化钨粉完整产业链的生产能力，且拥有铁

苍寨矿区5.96平方千米钨矿采矿权。 2017-2020年，收购前后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量与产能情况如下表所

示：

年份 产品类别 单位 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率

2017年

APT

吨

5,000.00 3,140.72 62.81%

氧化钨 7,000.00 5,511.73 78.74%

钨粉 3,400.00 2,818.48 82.90%

碳化钨粉 3,400.00 2,971.87 87.41%

硬质合金 260.00 250.79 96.46%

2018年

APT

吨

9,200.00 7,542.46 81.98%

氧化钨 9,200.00 7,201.57 78.28%

钨粉 5,000.00 4,464.15 89.28%

碳化钨粉 5,500.00 5,234.37 95.17%

硬质合金 400.00 301.00 75.25%

2019年

APT

吨

9,200.00 5,518.94 59.99%

氧化钨 9,200.00 7,775.41 84.52%

钨粉 6,300.00 5,173.60 82.12%

碳化钨粉 6,300.00 5,135.39 81.51%

硬质合金 600.00 244.94 40.82%

2020年

APT

吨

5,000.00 3,574.55 71.49%

氧化钨 9,500.00 8,396.12 88.38%

钨粉 7,000.00 6,232.08 89.03%

碳化钨粉 7,000.00 6,225.66 88.94%

硬质合金 900.00 768.09 85.34%

注①：2017年数据未包含江西翔鹭产能和产量，系2017年第四季度完成收购时，其处于恢复生产过

程中，产量较小。

注②：该表中的产量包括自产和受托加工产量。

由上表可知，完成对江西翔鹭的收购后，公司 2018年各产品的产能、产量及产能利用率均较上年度

呈现较大幅度增长。2019年度江西翔鹭实施厂区搬迁，受搬迁影响，公司APT和氧化钨产量和产能利用率

有所下降。 江西翔鹭搬迁至新厂区后不再生产APT，导致公司2020年APT产能和产量大幅下滑。 但综合

来看，收购江西翔鹭可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提升公司产能，充分利用和整合优势资源，提高公司的生产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提升公司抵抗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的

长远发展。

2、公司与江西翔鹭发生业务往来的原因与必要性，你公司同时为江西翔鹭客户和供应商的原因与合

理性

目前，江西翔鹭作为集团下主要生产基地，产业链覆盖钨精矿-APT-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硬质合

金-合金工具，广东翔鹭生产链覆盖 APT-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硬质合金。 受品牌因素、客户粘性和出

口资质限制等多重因素影响，多数客户对广东翔鹭产品更加信任，主要客户通过广东翔鹭订购产品。为避

免广东翔鹭和江西翔鹭在粉末和硬质合金生产上同质化，同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和有

效提高产能，集团公司在汇总各子孙公司接单情况后会做统一调度安排，分配不同品种规格到对应的工

厂生产或视库存情况相互调拨。

行业钨精矿、APT等原材料采购基本是货到付款或款到发货，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部分采购会根据

采购时点母公司及各子孙公司即时资金情况，同时结合各公司原料匹配情况作合理调配。

2018-2020年，公司与江西翔鹭发生业务往来的具体情况如下：

（1）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销售情况及其合理性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钨精矿 1,884.79 6.22% 3,063.55 12.67% - -

APT 616.73 2.04% 2,378.83 9.84% 4,602.93 30.86%

氧化钨 1,236.03 4.08% 11,295.41 46.71% 1,368.81 9.18%

钨粉 2,326.53 7.68% 767.81 3.17% 725.45 4.86%

碳化钨粉 22,933.19 75.72% 6,655.29 27.52% 6,587.33 44.17%

硬质合金 1,191.40 3.93% - - - -

合金工具 39.80 0.13% - - - -

委托加工 - - 23.46 0.10% 1,627.87 10.92%

其他 57.88 0.19% - - - -

合计 30,286.35 100.00% 24,184.36 100.00% 14,912.40 100.00%

2018年，江西翔鹭主要向广东翔鹭销售碳化钨粉、APT；2019年，江西翔鹭主要向广东翔鹭销售氧化

钨、碳化钨粉；2020年，江西翔鹭主要向广东翔鹭销售碳化钨粉。

2018年以来，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销售碳化钨粉为主，主要系由于受品牌因素、客户粘性和出口资质

限制等多重因素影响，多数客户要求由广东翔鹭向其进行销售，因此会通过广东翔鹭订购产品。故江西翔

鹭会先将碳化钨粉等产品销售至广东翔鹭，再由广东翔鹭对外销售至下游客户。

2018年，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销售了较多的APT主要系由于江西翔鹭搬迁前，具备充裕的APT产能，

因此江西翔鹭在满足自身生产需求的前提下，向广东翔鹭销售APT用于广东翔鹭生产碳化钨粉；

2018-2019年，集团会根据市场需要，在市场需求旺盛广东翔鹭产能不足时，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

由江西翔鹭代加工部分产品。

2019年，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销售APT金额较小主要由于搬迁后江西翔鹭已无APT产能，江西翔鹭

向广东翔鹭销售了较多的氧化钨系由于受到工厂搬迁影响，江西翔鹭的碳化钨粉产能下降较多，因此将

用于生产碳化钨粉的氧化钨销售给广东翔鹭用于生产碳化钨粉。 2020年，随着江西翔鹭新厂区碳化钨粉

产能恢复，故向广东翔鹭销售的氧化钨较少。

2020年，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销售较小金额的其他产品，主要系江西翔鹭搬迁后无APT产能，故将

APT相关生产辅料转售广东翔鹭。 广东翔鹭向江西翔鹭采购硬质合金，系订单结构不同，内部调拨。

（2）广东翔鹭向江西翔鹭销售情况及其合理性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钨精矿 466.73 1.72% - - - -

APT 19,745.41 72.71% 1,712.71 24.53% - -

氧化钨 4,481.83 16.50% 3,352.28 48.01% - -

钨粉 773.02 2.85% 562.61 8.06% - -

碳化钨粉 1,291.77 4.76% 1,286.04 18.42% - -

硬质合金 398.28 1.47% 68.47 0.98% 126.97 100.00%

合计 27,157.04 100.00% 6,982.10 100.00% 126.97 100.00%

2018年， 广东翔鹭向江西翔鹭销售了少量的硬质合金主要系由于江西翔鹭当时不具备硬质合金产

能，而钨粉、碳化钨粉逐步恢复生产，在生产过程中需用硬质合金球对粉末进行破碎球磨，故向广东翔鹭

采购。

2019年，广东翔鹭主要向江西翔鹭销售APT、氧化钨、碳化钨粉和少量硬质合金球，主要系由于2019

年江西翔鹭搬迁后已无APT产能且氧化钨产能下降较多，因此向广东翔鹭采购APT和氧化钨，用作后端

产品生产的原材料。

2020年， 广东翔鹭主要向江西翔鹭销售APT、 氧化钨和碳化钨粉， 广东翔鹭主要向江西翔鹭销售

APT，系由于江西翔鹭无APT产能，广东翔鹭集中采购满足江西翔鹭的生产需求。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采

购少量钨精矿，用于委外加工APT。 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采购少量硬质合金棒材，系订单结构不同，内部

调拨。

（3）集团其他主体与江西翔鹭的业务往来情况及其合理性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东莞精密向江西翔鹭销售

合金工具 0.09 100.00% - - - -

其他 - - - - - -

小计 0.09 100.00% - - - -

2020年江西翔鹭向东莞精密采购合金工具用作展厅展品。

综上，公司同时为江西翔鹭客户和供应商具备合理性。

（二）请结合市场可参考价格说明你公司与江西翔鹭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双方购销定价公允，依据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参照市场公允价格（亚洲

金属网的网上报价）或者依据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即成本加成的合理价格定价，订立购销合同确定

销售定价。 公司不存在通过集团内部交易调节收入利润和成本费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018-2020年，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销售主要产品的月度交易定价与市场报价情况如下图所示：

1、钨粉

2、碳化钨粉

3、APT

4、氧化钨

2018-2020年，江西翔鹭向广东翔鹭采购主要产品的月度交易定价与市场定价情况如下图所示：

1、钨粉

2、碳化钨粉

3、APT

4、氧化钨

综上，江西翔鹭与广东翔鹭之间交易定价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三）请结合《报道》及前述问题，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向江西翔鹭输送利益导致其精准完成业

绩承诺情况

公司不存在向江西翔鹭输送利益导致其精准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

广东翔鹭与江西翔鹭存在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而产生，该等交易均有其合理性及必要

性，并非出于利益输送之目的，且业绩承诺期满后该等交易仍正常持续。

从交易的定价与亚洲金属网的原料市场报价基本一致，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江西翔鹭

输送利益的情况，详情参见本问询函回复“第6题-（二）” 。

此外，从江西翔鹭销售给广东翔鹭产品主要以成本加成定价，从近几年内部销售毛利率可以看出，总

体较为稳定，整体不高于其直接对外销售的毛利率，不存在向江西翔鹭输送利益的情形。2020年江西翔鹭

对外销售整体毛利较之前有所下降与该年销售产品结构变化及总体毛利率下行有关。

2018-2020年江西翔鹭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整体毛利率 13.08% 11.68% 6.16%

其中：对广东翔鹭销售毛利率 7.75% 6.06% 6.69%

2021年度江西翔鹭出现小额亏损，净利润为-138.39万元，亏损原因主要为：①受新厂区建设投产影

响，折旧及利息支出大幅增加，2021年度折旧及利息支出共计 4,391.59万元，较2020年增加1,500.17万

元；②2021年度受疫情及6月到11月矿山停工影响，发生停工损失670.19万元；③2021年度公司加大研发

投入，研发支出同比2020年增加488.87万元；④2021年度公司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5,819.04

万元。 主要为2020年度大余县政府“退城入园”项目，江西翔鹭将旧厂区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转让给

大余县政府，获得资产处置收益。因上述因素影响，江西翔鹭出现小额亏损。若剔除该等因素，江西翔鹭经

营情况正常。

综上，公司不存在向江西翔鹭输送利益导致其精准完成业绩承诺情况。

问题7.�请说明你公司防范大股东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核查并说明是否存

在未披露的违规担保或资金占用。

回复：

（一）公司防范大股东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

公司制订有《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控管理制度，有规范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

1、资金管理。公司制订有《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严格限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在与公司发

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占用资金，明确占用资金的责任后果以及解决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第六条公司应要求注册会计师在为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时就第五条所述事项，对公司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公司应当就专项说明做出公告；

第七条 公司董事会应定期组织有关财务编制人员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已经发生的

资金往来、资金占用情况进行自查，并制作自查报告；必要时，可聘请注册会计师进行核查；

第八条对于历史形成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问题，公司董事会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

解决措施……等。 ”

2、关联交易。公司制订有《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明确划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层对关联交易的决

策权限并对关联交易的披露问题做出了明确清晰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第十四条董事会对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净资产绝对值的5%，且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的

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做出决议……；

第十五条股东大会对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净资产绝对值的5%，或高于人民币3,000万元的关

联交易进行审议并做出决议……；

第十六条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币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

第十七条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币300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等。 ”

3、对外担保。 公司制订有《对外担保决策制度》，明确了对外担保的审查与决议权限，并对对外担保

的事前审批、事后监控以及法律责任做出了明确清晰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第十三条对外担保事项经公司主管财务工作的负责人审核后由公司财务部递交董事会办公室以提

醒董事会审议决定。 财务部应当向董事会提交被担保人资信状况的调查报告，包括被担保人提供的资料

以及公司其他承办担保事项部门的核查结果……；

第十七条外担保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必须订立书面担保合同；第十八条 担保合同必须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约定事项明确……；

第四十条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部门及人员违反法律法规或本办法规定，擅自

担保或怠于行使其职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责任或由公司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

第四十二条责任人违反法律规定或本办法规定，无视风险擅自对外担保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

任……等。 ”

根据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司农专字【2022】

22000430040号），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2021年12月31日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

此前，实际控制人曾存在通过关联方与公司交易，通过货款形式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

及相关人员已根据广东证监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进行了整改，加强了对相关法规的学习，并全面

梳理、健全并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资金管理、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相关内控制度。 截至2021年4

月28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已向公司归还全部款项，并按5%的年化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解

决了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问题，相关关联交易已在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予以确认。

（二）核查并说明是否存在未披露的违规担保或资金占用

经自查，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零，除已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外，公司不存

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的情形，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违规

担保或资金占用，公司为防范大股东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相关的内控制度健全且得到了有效执行。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股票代码：002842� � �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2-062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2022年12月1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1月16日和2022年12月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计划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完成后，同时考虑公司可转债转股新增4,396股

情况下，公司注册资本拟合计减少35,604元人民币,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77,671,

652股变更为277,636,048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77,671,652元变更为277,636,048元。 (由于公司

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内，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公司可转债转股数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中公司截至2022年10月31日的总股本数与公司2022年1月25日完

成的工商登记总股本数间的差额，即合计新增转股4,396股。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

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

件。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

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2年12月3日起45天内（工作日：9:30-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庵头工业区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515633

联系人：李盛意

联系电话：0768-6972888

传真号码：0768-6303998

电子邮箱：stock@xl-tungsten.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上接A15版）


